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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使館、菲體育署、商總、體總聯合
慶祝菲中友誼日舉辦乒乓球比賽閉幕式（二）

菲華體育總會訊：六月十二日（星期

日）上午九時在菲華商聯總會大廈七樓大禮

堂，由中國駐菲大使館、菲律濱體育署、菲

華商聯總會、菲華體育總會聯合慶祝菲中建

交四十七週年，而在中菲友誼節期間，舉辦

一連串的體育運動友誼賽活動，乒乓球比賽

開幕。六月十二日下午五時半，隆重舉行閉

幕式，商總出席者王連僑副理事長，名譽理

事長莊前進，秘書長顏長江博士，理事周宗

典等出席。

菲華體育總會有理事長陳友民，副理事

長艵曉瑋，陳輝煌，洪金銘，秘書長顏長江

博士，副秘書長施應鐸，許麗容，林海利，

常務理事楊濟誠，林文誠，施良友，辦公廳

主任施榮東，新聞蔡清洗等出席共襄盛舉。

此 次 在 比 賽 中 ， 分 成 兩 組 ： （ 一 ）

壯年組，有PHIL ARMY、PHIL CHARITY 

SWEERSTAKES OFFICE、PHIL NATIONAL 

POLICE、PHIL AIR FORCE和體總（一）隊、

體總（二）隊。

（二）嘉賓組：PHIL ARMY（菲陸軍

隊）、PNP（國警隊）、PCSO（慈善彩票公

司）、JOSE REYES MEMORIAL HOSPITAL

（北總醫院）、菲華乒乓聯合會和菲華體育

總會等隊參加賽出。

中午，菲華商聯總會以自助餐宴請所有

參賽者與工作人員。

下午五時半，閉幕禮開始，由菲華體育

總會理事長陳友民，副理事長蔣曉瑋，陳輝

煌，洪金銘，秘書長顏長江博士，副秘書長

許麗容，林海利，辦公廳主任施榮東及常務

理事林文誠，楊濟誠，施良友等主持頒獎。

據評判委的報告說：壯年組冠軍為菲陸

軍，亞軍由菲空軍A隊、季軍為體總跟慈善

彩票公司隊。嘉賓組：冠軍為北總醫院隊，

亞軍體總，季軍為菲陸軍隊與國警隊。

女 子 組 冠 軍 M S .  S A N D R A  B A Z A R

（PAF），屬菲空軍隊。

嘉賓個人組：冠軍陳輝煌（體總），亞

軍吳文彬，季軍：DR. RAFAEL。（北總）

烈山五姓聯宗總會納卯分會復選
許經利榮選新屆理事長擇日祭祖

菲律賓烈山五姓聯宗總會納卯分會訊：

本分會換屆復選完畢，現訂于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上午十點在會所舉行烈山五姓聯

宗總會納卯分會第五十四、五十五屆職員就

職典禮。

茲將理事會主要領導簡介如下：名譽理

事長呂孫造，名譽副理事長許廷聰，理事長

許經利，執行副理事長呂清祥，副理事長：

盧遠盛、高德海、許議山、許顯順。完整職

員表不日將在報刊登出。

因受到新冠疫情客觀存在的限制，本次

慶典未能邀請總會及各地兄弟分會前來參加

活動，稍感遺憾。只能採用簡單而隆重的儀

式。當天上午十點在本會會所三樓祖殿前，

全體理事及婦女組成員宣誓就職。十點半祭

祖儀式開始，新任理事長許經利宗長擔任主

祭，諸位副理事長及全體族親陪祭，禱告始

祖及列祖列宗，完成交接與傳承的議式。

中正學院會計系畢業生
續題名公共會計師會考
菲律濱中正學院訊：本校大學部會計系

畢業生繼續題名「全國公共會計師會考(CPA 
licensure exams)」及格榜單。會計師會考是本
國最難通過的考試之一。「專業監管委員會-
會計委員會(PRC-Board of Accountancy)」於5 
月 22 日、23 日和 24 日，舉辦「公共會計師
會考」， 6 月 1 日公佈結果。4,442 名考生中
僅 990 人通過。 為期三天的考試涵蓋以下科
目：管理諮詢服務、審計、稅務、商業交易
監管框架、財務會計和報告以及先進財務會
計和報告。

 本校仍如既往，畢業生通過該2022年5
月份的「公共會計師會考」，名單如下：

CUA, JOANNE MAE Y.   (柯雪冰)
DE GUZMAN, ZHANALEE KAYE P.
HILARIO, ANA BEATRIZ C.
HINOLAN, MARK ALVIN C.
LAO, ANN MARGARETTE S. (劉坤隆)
MACALINAO, DIANE A.
UGALI, CHRISTIAN RALPH D.
UGAY, DIANNE CLARISSA F.
WONG, JAN CLAIRE A. (王紫慧)
多年來，本校 會計系產生了不少在會

計師會考中名列前茅的畢業生。他們在不同
年次的會考中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黃彩雲 
(Eunice Millicent Li)， 2015年5月， 以92.29%
的成績在會考中名列第1。董克強 (Jan Marcus 
Tang)， 2010 年 5 月會考，排名第 2。

黃三民 ( Hilario Tan)， 1986 年 10 月會
考，排名第3。

高樹隆 ( Benson Kotah)， 2012 年 5 月會
考，排名第 6。

楊婉瀕 (Caroly Yu)， 1987 年 5 月會考，
排名第 9。

許麗婷 ( Elaine Mary Co)，2006 年 5 月會
考，排名第 15。

陳志忠 (Ferdinand Tan)，2002 年 5 月會
考，排名第 16。

王傑華 (Mark  Anthony Ong)，2001 年 10 
月會考，排名第 16。

李振源 (Gilbert Lim )，1996 年 10 月會
考，排名第 16。

 兩年多的疫情，教學線下改成線上，教
學成效普遍不顯，在此艱難的學習狀況下，
本校會計系畢業生並未名落孫山，不負眾
望，可賀可喜！

華峰同鄉會理事長施應鐸
獻捐晉江總會文教福利金

菲律濱晉江同鄉總會訊：本會團體會

員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於五月二十九日上午

十一時假座加佬街六福酒家舉行慶祝成立

八十四週年暨第八十四、八十五屆理監事

會，第九、十屆青年組職員就職典禮；並於

六月十二日晚八時在ZOOM播放就職視頻，

慶典簡單而隆重。

施應鐸鄉賢榮任新屆理事長，本會多位

理事榮膺該會要職。陳理事長凱復鄉賢應邀

在大會致詞，多位理事或出席線下慶典，或

上網線上觀禮，向施應鐸鄉賢及該會新屆全

體職員致以熱烈的祝賀。

施應鐸鄉賢一向熱心社會公益，關心

本會會務，欣逢該會新屆職員就職，特獻捐

菲幣五萬元，繼續支持本會開展文教福利工

作。

仁風義舉，誠堪欽讚，特藉報端以予表

揚，並申謝忱。

僑商洪逸銘樂捐
菲華志願消防隊總會
菲華志願消防隊總會訊 ：僑商洪逸銘

Edward Hung 先生亦是本會理事,平素熱心社

會公益事業,樂善好施,急公好義,慷慨豪爽,一

向熱愛關懷本會的消防救火滅火,抗天災,派量

賑災工作和義診等話動,今特別捐伍仟元以作

支援活動費用,仁風義舉,殊足欽式,本會敬領

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臨濮總堂施應鐸副理事長
捐獻教育福利金六十一萬

旅菲臨濮總堂訊：本總堂施應鐸副理

事長榮膺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第八十四連

八十五屆理事長，於二○二二年六月十二日

晚八時假座ZOOM網絡視頻舉行就職典禮暨

會員聯歡大會。獲得圓滿成功，應鐸宗長一

向熱心公益，愛護宗族，於慶典當日慨捐本

總堂教育基金伍十萬，青合組福利金三萬，

教師聯誼會福利金三萬，婦女組福利金伍

萬。如此奉獻，精神可嘉，敬領之餘，謹藉

報端，予以表揚，並致謝忱。

 六蘭堂週日召會
菲律濱六蘭堂宗親總會訊：本會訂於

六月十九日(星期日), 上午十時卅分在會所議

事廳召開第六十六屆理事會第六次會議，商

討重要事項，敬請本會永遠名譽理事長、名

譽理事長、決策委員及全體理事撥冗準時出

席，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菲華聯誼總會
21日召開理事會

菲華聯誼總會訊：本總會定於6月21日

（星期二）下午6：30時在树日街六福海鮮酒

家（Golden Fortune Seafood Restaurant

G/F Peace Hotel, 1283 Soler St., Binondo, 

Manila）召開6月份全體理事月會，會議將

報告總會近期會務狀況及部署下階段工作計

劃，敬請全體名譽理事長、正副理事長、正

副名譽會長、秘書長、常務理事、理事同仁

屆時撥冗出席，共策會務。


